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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看病、后付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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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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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商汇旁钢构铺面出租

招 租

170m 铺面、830m
仓库整体招租

约 400 亩，宜种植沃柑品种，回本
快，
收益稳定 13908880539

海口滇池温泉大型土地承包租转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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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马立交桥 500㎡
一楼带二楼直租

昆明到轿子雪山旅游公路五华区厂囗方向约
500米处公路边，土地已平整过13769166998

13888191551

经营不限

2
100亩山庄场地出租 独栋 3300m 招租
离昆明市区 18 公里处富民散
旦 100 亩山庄场地出租，环境
优美，
内设客房、餐厅、鱼塘、歌
厅、篮球等设施，价格便宜，有
意者请联系 13888011126 陆

有车场，适合酒店、医院、餐饮，经营不限15887085116 李
翠湖俊园多间工作室招租

休闲健身养生类，配套优质会客餐饮空
间。18313899616、0871－63181586

旺铺出租
新闻南路旺铺出租

位于98号附2号430㎡一楼商铺出租，欢迎咨
询15087127098，茶室、美容院、办公等优选。

白 云 路 28 号 ，85 ㎡ ，售 价 ：83
万。房主：18988079267

骏汽车服务广场正式招商，总面积
6000㎡，100-2500㎡均有，可以分租，
针对汽车后市场的各种中高端产业。
电话：
13888095518 刘

40 平米铺面招租

马街宝珠农贸市场（靠铁路边、原一楼卖
栗碳的铺面两间），13619601334彭师

房屋出租

彤桐大厦一楼，同德广场旁，路段繁华，适 面积 25㎡~80㎡ ，均价一万八 ，投
合银行、餐饮及其他行业13987688209 资自用均可。0871-65420068

云南野生动物园内旺铺招租

宾馆·旅店

800余m2 两层楼酒店出租

臻万百货地下车位出售
13888544265

民航路靠近一环路附近，接手即可经
营，房东直接出租，13388855653

青年路金鹰 B 座旁
整栋出租或转让

昆明火车站西侧
刘 13759582212、梁 13211612560

13888212023、13529076965

房建宾馆一、二楼客房对外招租

医院·诊所
官渡区诊所转让

2600 平米独门四合院出租 有内科中医科，证件齐全，有意者面谈，

人民东路 471 号临街，老明珠医院旁，人流
量大，停车方便，适合办公可分租、幼儿园、
餐饮、足浴，
带 40 个停车位 18987559500 黄

房屋出售

云玺大宅别墅端户出售

287平米，送地下两层，200平米花园，精装，
低于市场价 200 万元，13888726824

公园 1903 端头别墅出售

373.48 平米，750 万元起拍，市场价 950
万 元 左 右 ，可 贷 款 ，13888726824

另招聘内科医生一名18725016022

更多租售转让信息，请查阅
云南大分类网租售转让频道
https://www.yndfl.com/ynzszr/

厂房·仓库

大板桥工业园区厂房仓库出租
3000㎡，
三通。

13529273678、13888733957

写字楼

资产处置

别墅、
住宅、
商铺，
有意者请速
咨询处置价，
13987148128

630㎡写字楼出租

餐饮商铺低价急售

东 站 东 郊 路 111 号 国 旅 大 厦 六
楼。优惠出租:13888220320 段

公司资产出售

13759537720 黄

13759403220 周

市中心商铺，价格便宜13518731942 黄
低价出售500多m2 旺铺

彩云路口大都 1 期,买时 1 万元/m2，现
卖 8500 元/m2，13888121116 罗先生

白云路400m2 临街铺面出租 工程抵款房一楼底铺急售 穿金路云润天阳小区房屋出售

云南映象小区旁 200 米，部分工程抵
款房及车位，
价格优惠15812073037 沈

关上成熟地段办公室出租

招聘做诊所负责人医师

数名 要求：内科，注册满 5 年，年
薪 3.5 万。电话：17387595689

安宁大型门诊部诚聘

妇科、内科医生各一名，
包吃住，
待
遇面谈。电话:13888393055

龙泉路社区卫生服务站聘

官渡区诊所招聘
内科医生 2 名、护士 2 名。
电话：
13708843317

日新西路诊所高薪招聘
有证医生、护士各 2 名。
18287492431 康医生

高薪诚聘

执业医师一名、护士数名，
待遇优。15987180902

63104606、13987638733

昆明市经开区牛街庄片区 二环边办公四合院场地出租
电话：
13648862449
写字楼出售

（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，约 3000㎡）写字

社区卫生服务站聘

化验师 1 名，
待遇优。
18468244578

北京路延长线诊所诚聘
内科医生2名18087458063

官渡门诊合作或转让

五华区社区门诊高薪诚聘

高薪诚聘

内科、
妇科、
牙科整体合作
或转让。15687872806

有证全科医生、护士数名，
包吃住， 满五年以上内科执业医师做
18388235361
中医科兼职或合作 15087164415 诊所负责人，

高薪诚聘

度假区社区医院高薪诚聘

全科医生、护士、公共卫生人员；小儿推拿、
中医、康复、疼痛，口腔合作18987498203 口腔科、内科或中医科医生做诊所

有证内科医生 2 名，护士 2 名，公卫专干
2 名，药房 2 名，针推理疗师 2 名，小儿
推拿师 1 名。电话：
13668716110

北市区社区综合门诊聘

云南中医学院门诊部高薪招聘

负责人，待遇面谈。15969417927
门诊急聘全科医生

持证全科、内科、外科医生及护士、检验师、 内科医生，
护士各数名，
包吃住，
寻
妇幼专干；口腔、针推合作。13368852962 牙科合作，
待遇面谈 15908800119

对交易风险由双方自行负责，一切交易将视为客
户自行自愿交易，本报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。

招商合作

昆明云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白芨及
重楼中药材种苗，紫花三叉白芨及重楼苗
成活率高。五华区沙朗乡 15825264195

广告
热线 ： 63306561

好项目寻合作

汽车全车喷漆 1000 元

发动机大修、保险理赔 13987684388
金星汽配城 8 幢 1-6 号宝丰汽修

经营多年物流公司转让

证照齐全，业务量充足，接手即可经营，
有意者面谈。 电话：
18313911198

园区标准厂房出售
成熟地段，
有市场前景，
可分层，
可按揭

热线电话：13888925262翟、13888144765裴

万派中心甲级写字楼现楼租售

位于东二环石闸立交桥旁，4.5 米层高。

电话：
13888898870

市中心优质地段大楼招租

现有环城西路 386 号优质旺楼两栋出租，2500㎡左右，内有停
车场、花园约 2000㎡，适合办公、餐饮、教学、酒店、医院，周边
配套设施齐全，租金面议。15398500708、18183817860

①昌源中路综合办公楼 50~1000㎡
②滇池路别墅及别墅式会所和办公 350~600㎡
③ 富民县别墅 240~300㎡、商铺及办公楼 16㎡~1 万㎡
无中介，电话：13888093571、18087522103

云集，场地位于四楼，两条消防通道，独立观光电梯，
可做教育培训、办公等项目。热线电话：65517286

甲级写字楼最后三席诚租
地址:穿金路733号附1号15974830874

安宁大型门诊部诚聘
云南种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招聘
全科、内科退休医师 1 名，
社区卫生服务站聘
头皮护士数名，
待遇面谈。 妇科、内科医生各一名，包吃住，待 内科医生 2 名、护士 10 名、做饭 1 名， 商业会计1名、涉农销售4名、总经理助理1名
遇面谈。13888393055
电话：
65817728、13116260099
电话：
13908871143
寻中医理疗合作，电话13987665322 邮箱：ynzyjt999@126.com

招聘内科医师做诊所负责人

另 DR，
麻醉机，
手术室设备等（九
成新）低价处理 17387595689

穿金路 195 号席子营片区 510㎡，65 元/
㎡/月，位置佳，停车方便 13888206146

即租即用，
配套齐全。 紧邻建设路地台寺与虹山东路一二一大街，周围名校

护士多名。电话：18287172869

官渡区社区医院诚聘

护士 10 名，内科医生 2 名，中医科 2 名，牙科
合作，另一社区医院整体托管13668782893

招聘内科全科医生

诚聘

医疗·药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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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聘

广告
热线 ： 63306561

地址：
昆明市环城北路 29 号

拓东路世博大厦写字楼
80㎡-2300㎡出租 版筑翠园500㎡培训场地出租

景区内现有可经营餐饮、娱乐、纪念品旺铺若干， 楼建面约 7200㎡（含 700㎡临街铺面），已 万达双塔南塔61、62层对外出租
换不动产权证，满租收入可观，价格面议。 每层 1800㎡左右，内设排烟管道，
现面向社会公开招租。潘经理：13518713517
13888121788、13769148179邹师 适合多种用途 。13700621643

春城招聘

0871-6265 6565

预约热线：

租售

求租求购 高星级酒店整层招租
13518729729
云南旗骏专业维修市场招租
求租1万平米办医院 彩云北路与贵昆路交叉口，
云南旗

寻求空地带建筑用于办医院，要
求：1 万平米左右，昆明周边，离闹
市远，不会扰民，有独立院落，如厂
房、学校等 13668734796 崔先生

南市区，20-80m2，单价 13000 元/起，
现铺临街、地铁旁18687202906 于

金殿叠加别墅优价急售 急售南市区临街商铺

关上上凹村旁彩云北路(彩鸿宾馆一
楼)170m2 铺面十830m2 仓库整体租。 面积 600㎡，办公、酒店、
电话:13708462850 黄先生 餐饮证件齐全，交通方便。

七 月 开 业 ，花 海 旅 游 ，休 闲 ，
山 庄 ，养 种 植 。 13529386491

20 亩土地出租

4 室 2 厅，共二层，带花园，拎包入住。建筑
面积150㎡，占地300㎡。13888191649

凯悦时代香舍房屋出售

土 地
丽江金沙江河谷山地转让

广告

餐饮优先，
50 元/m2 优价出租， 带车库车位，端头毛坯，证 274㎡，位置 20-150m2，单价 15000 元起，即买即
非诚勿扰 13888266638
户型好，189 万元。13888631275
用，投资自用均可，13888645630 田

330m 餐饮旺铺出租

火车站旁永平路 9 号，
适合多
种经营。13888820804 夏

0871-68337339

地址：
人民西路 349 号（梁家河地铁 A 出口即到）

交
小西门商场 150㎡出租 大理苍山小院一期别墅出售 20 间工程抵款铺面急售 精装办公写字楼整层出租 律师提醒：本报只是提供产品信息的平台，
易双方在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，

大观商业城三楼，适合教育培训、办
公等行业。梁先生：13211654775

白马片区八面方位置烧烤餐厅白
天招租优质小吃商家。丹霞路与
西园路交叉口。138888049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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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周一、三、四、五到院会诊

咨询热线：

（西）
（西）医广【2018】第 03-26-01

昆明太医堂医院
王朝凤 教授

皮肤科

昆明云医大医院
诊疗静脉曲张

昆明太医堂医院
灰指甲诊疗

一名，
另有诊所转让
15388800759

中医执业医师:证满五年
的当负责人13708881660
中 医 药 师: 需 有 证

医院寻求合作

有意者请致电：18725091117
云南中医胃肠病医院诚聘

内科副主任医师、内科主治医师、
内科医师各 3 名，
18468055576 王

大型门诊高薪诚聘内科医生

妇科医生，
护士多名，
牙科合作，
包
吃住，
工资高 15368232276

管

理

昆明福林创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招聘

技

工

●手工易学 80 元起／天，日结 63186713

◇办公室文员：3名（大专）3200-4600元/月 加入我们实现梦想走向人生巅峰
◇停车场管理员：5名（初中）2300-2800元/月
御足天下养生会所面向社会
◇工程水电维修工：3名（持电工证）3000-4200元/月 招聘以下精英:
◇绿化养护人员：2名（有经验优先）2500元/月 ◇足疗技师 ◇火疗技师各(80 名)
地址：昆明市五华区宝善街福林广场 5 ◇学徒：
优先学会即可上岗
楼 505 室。电话：
0871-66112006
薪资：
底薪 4500 元+提成(包吃住)
东风东路 306 号，
18725174258

急聘人事经理数名

呈贡春融街地铁站旁公司直招，人事经验 3 年
起，单休，五险，其他面议18587199978王经理

急聘退休办公室文员

40-65 岁，
高中以上，
喜文化
65313663 王公起名

经开区武道搏击馆招聘

场馆管理接待、销售招生、文案办公
人员、跆拳道、搏击教练共 7 人，工资
3-6 千元+提成食宿。13769101568

个人求职
广告
热线 ： 63306561

●昆户会计兼职、工商年检 13678709037
●专做小企业账报税 13987161859

没买到往期报纸？请联系我们，快递递送，轻松订购，详询：0871-63306561

